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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帶路」沿線國成廣交會主力
650 企業參加進口展 採購商數量料下降

第 125 屆廣交會開幕發佈會昨日
在廣州舉辦，廣交會新聞發言人徐兵
透露，本屆展會進口展共有 38 個國
家地區的 650 家企業參展，其中「一
帶一路」沿線國家地區約佔55%。而
受國際經貿形勢等多方面因素影響，
預計今年採購商到會形勢「面臨壓
力」，其中美國採購商上屆到會人數
已有下降，今年仍不樂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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遼寧 452 法官檢察官被撤職
13 日召開的遼寧省委政法工作會議
透露，遼寧省三級法院、檢察院自去年
以來加大員額退出機制的執行力度，對
不適應或不勝任一線辦案的、離開辦案
崗位的、因違紀違法不適合繼續履行辦
案職責的堅決退出員額，2018 年退出員
額 452 人，為啟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以來
退出員額人數最多的一年。
在上述已退出員額的法官檢察官
中，包括 225 名法官、227 名檢察官。

125 屆廣交會設置展
最新數據顯示，第
位總數 60,651 個，出口展按 16 大類商

馬雲指為加班工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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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逢多國重大節日，徐兵預計第 125 屆廣交
會採購商到會情況將會比較嚴峻。他還強
調，「美國作為僅次於香港的廣交會採購商
第二來源地，124 屆廣交會美國採購商已比
123 屆廣交會有所下降，本屆美國採購商到
會情況同樣不容樂觀。」

對於近年廣交會上美國和「帶路」沿線
國採購商人數的此消彼長，廣東省中小企業
發展促進會執行會長謝泓表示，貿易保護主
義抬頭對全球多邊貿易體制造成了一定挑
戰，美國屢次提出加稅對世界各國的貿易信
心都將產生影響。而廣交會一直以來為世界
各國參展數和採購商提供了一個良性競爭和
美採購商數目連跌兩屆
交流的平台，尤其是對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
相比之下，在廣交會對「帶路」國家地 家地區的吸引力不斷增加，隨着粵港澳大灣
區的精準對接下，來自沿線國家的採購商和 區建設的不斷推進，大灣區內的產業將會與
「帶路」國家企業有更多合作機會。
參展商近年都呈現上升趨勢。

視覺中國頻興訟被指勒索
願意展開圖片合作，單張圖片的賠償價格可以降
為 300 元；若合作總量達到一定的標準，單價還
可進一步降低。不光瞄準了個人用戶，視覺中國
還向大型網絡公司宣戰。騰訊多次成為其狙擊對
象，視覺中國曾經 300 多次將騰訊送上版權糾紛
的被告席。
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維維表示，視
覺中國向侵權方索取賠償的行為合法，雖然設置
過高的賠償價格不妥，但這主要與圖片版權合理
使用制度未完善有關。

﹂

馬雲：找工作如找對象
馬雲昨日再度發文回應 996 工作制，
他表示理解網友的爭議，但真正的 996 不
是簡單的加班和單調的體力活，而是花
時間在學習、思考和自我提升上。「為
了加班工資而 996 的人是很難持久的」。
馬雲認為，找工作如同找對象，真
正的愛情你不會覺得時間長，但不合適
的婚姻是度日如年。「找到喜歡的事，
不存在 996 這個問題；如果不喜歡不熱
愛，上班每分鐘都是折磨。」
「996」意指工作日早 9 點上班，晚
9 點下班，一周工作 6 天的工作制度。

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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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瑜支持度領先藍營

西安平治女車主哭訴維權
三包政策」更換發動機，但無法退款也不能
換車。4S 店表示，已與車主經友好協商達
成 共 識 ， 但 該 車 主 對 4S 店 的 說 法 予 以 否
認。
事發後，西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高新分
局成立由工商、質監、物價部門組成的聯合
調查組介入調查，對「利之星」4S 店涉嫌
質量問題進行立案調查，對涉事車輛進行依
法封存，並委託法定檢測機構進行技術檢
測。該平治車主感謝市場監管部門對消費者

﹁

在
■國民黨內，，韓國
瑜 獲 34.6民
%眾支持
參加 大選 。。

「視覺中國」的醜聞越揭越多，一些自媒
體、公司反映，視覺中國還到處興訟，實行「勒
索式維權」。
根據裁判文書網，與視覺中國系公司相關的
訴訟文件多達 1 萬 1023 件，其中絕大多數是版權
糾紛。這類訴訟，從 2012 年之後開始激增，到
2017 和 2018 年兩年，已經超過 2000 件。分行業
看，其訴訟對象還包括大量醫院和房地產公司。
■2017 至 2018 年，與視覺中國相
有知情人士稱，視覺中國以每張 1 萬元人民
關的訴訟超過 2000 件。
幣的價格向一家公司提出侵權索賠，但該公司若

針對「平治女車主哭訴維權」一事，西
安官方昨日稱，市場監管部門已對涉事平治
4S 店涉嫌質量問題進行立案調查，責成盡
快退車退款。
近日，「西安平治女車主哭訴維權」視
頻引發輿論關注。女車主表示她在西安「利
之星」平治 4S 店購買了一輛 60 多萬元人民
幣的平治車。新車還未開出 4S 店，就發現
車輛發動機存在漏油問題。在歷時半個月與
4S 店多次交涉後，4S 店稱只能按照「汽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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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設置 51 個展區，展位總數 59,651 個，參
展企業 24,846 家，企業參展數比上屆略有
下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屆廣交會進口展共有
來自 38 個國家和地區的 650 家企業參展，
有 10 個國家和地區展團，比上屆增加了以
色列、科威特、菲律賓等 4 個國家，參展進
口商也增加了 14 家。徐兵還透露，本屆廣
交會進口展有 21 個「帶路」沿線國家和地
區參展，佔進口展國家和地區總數的 55%；
有土耳其、埃及、印度、尼泊爾、馬來西
亞、泰國等 6 個國家展團和中國澳門、中國
台灣 2 個地區展團，佔展團總數的 80%；參
展企業 383 家，佔比約 60%；展位數量 630
個，佔比 63%。
在採購商方面，由於受到全球經濟環
境、宏觀貿易等因素影響，加上本屆廣交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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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新買的平治未出車店即漏油，女車主坐上
車蓋理論。

的支持，但目前不能僅僅接受店方退款，更
願意接受調查核實以後依照有關規定更換發
動機、或退換車的結果。

島內 2020「大選」逼近，藍營黨內
傳出呼聲，盼人氣居高不下的高雄市長
韓國瑜出馬參選。根據《旺旺中時媒體
集團》最新民調，在國民黨內，韓國
瑜、前新北市長朱立倫、前「立法院
長」王金平、前台北縣長周錫瑋等人選
中，韓獲得 34.6%民眾支持，遙遙領先，
而朱、王分別有 16.4%、16.1%支持度，
相加起來仍不及韓國瑜。
細部分析來看，韓國瑜無論是以性
別、年齡、學歷或地區區分，各項支持
度都高於其他 3 位候選人。

